
化隆回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东
部、祁连山系拉脊山山脉东端南侧，境内
山大沟深、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滞
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农业

“十年九旱”、交通闭塞、县域经济发展较
滞后，贫困人口致贫因素交织叠加，属国
家和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合力攻坚
把好脱贫基础关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化隆县把
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集全民之智，聚力全面
攻坚。围绕脱贫攻坚年度摘帽目标，化
隆县委、县政府先后召开了脱贫攻坚部
署及推进会，明确脱贫攻坚的责任主体，
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成立
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长的脱贫攻
坚工作领导小组。

与此同时，对照中央以及省、市脱贫
攻坚反馈问题整改内容，列出整改问题
清单，研究制定了《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方案》，集中全部精力抓
好脱贫攻坚，确保问题整改工作及时、有
序完成。

化隆县各单位选派最精干人员到贫
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共向 144个贫困
村、49 个深度贫困乡镇非贫困村选派第
一书记 193 名、工作队员 388 名；向有 20
户以上贫困户的 51 个非贫困村选派“全
脱产”驻村干部 51 名。他们的入驻为精
准识别、产业谋划等各方面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化隆县成立了“1+4”精准扶贫督查
组，全程监督指导工作，“四轮驱动”办公
室充分发挥职能，合力攻坚、综合发力，
打出符合化隆实际的脱贫攻坚“组合
拳”。同时，形成了四大班子齐上阵、乡
镇部门冲在前、工作队伍扎在村、干部职
工同努力的工作格局，推动脱贫攻坚向
纵深发展。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攻坚战中，化隆县
为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意识、明确工作目
标，按照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乡村两级均
将脱贫任务、脱贫措施、脱贫人口以作战
图形式明确上墙，实行挂图作战，盘点销
号，凝聚起全县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瞄准目标
打好脱贫攻坚战

化隆县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打
赢脱贫攻坚的“先行军”，以水、电、路、
房、网等为重点，着力改善乡村基础条
件，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全面补
齐基础设施发展短板，助力脱贫攻坚。

2016 年以来，化隆县累计投入 14 亿
元，实施了人畜饮水、电力升级改造、村
道硬化、美丽乡村、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卫生室等基础设施建设。126 个行政村
实施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其中贫困
村 110个，实现全县所有贫困村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全覆盖。在网络通信方面，累
计投资 3400万元，实施电信普遍服务、宽
带网络普及等项目，惠及全县 17 个乡镇
165个村，所有行政村通信网络实现全覆
盖。

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项目，
极大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贫困村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通过交

通、水利、电力、通信、金融、科技、电子商
务等多个行业的精准扶贫，多途径激活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使扶贫工作
实现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巨大
转变。

易地搬迁
搬出幸福新生活

卡 什 代 ，藏 语 意 为“ 山 梁 上 的 老
虎”。这个村自然条件严酷、地理区位偏
远、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繁，实属
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贫困
偏远山区。

沿着一条蜿蜒盘旋的山乡硬化路，
来到距离群科新区 5 公里的德恒隆乡卡
什代村搬迁点。一条条干净整洁的硬化
路通到了村民们家门口，村道两旁的太
阳能路灯尽显现代气息。村文化广场上
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刚放学的 3 名小学
生在健身器材上玩耍，各个脸上露出灿
烂的笑容。

走进村民马牙古白家，一排砖混结
构的封闭式房子矗立在院落的正北方，
菜园里种上了各种蔬菜。马牙古白高兴
地说，以前村民们吃尽了出行难、吃水
难、上学难、看病难的苦。现在，全村人
都搬迁到了新村子，路好了、自来水有
了、娃娃们上学也方便了很多。在政府
的扶持下，他去年在外地开了个拉面
馆。一年下来，收入十几万元。

卡什代村的贫困户，从残破的旧宅
喜迁新居，从产业单薄到家家有产业，增
收致富门路广开。这里，有摆脱贫困的
渴望，有战胜贫困的干劲和豪情。

在扶贫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化
隆县有许许多多个像马牙古白一样的贫
困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在易地搬迁
工作中，当地按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原
则，自主、集中等方式安置。累计投资
1.9 亿元，对 11 个乡镇 46 个村（社）实施

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共搬迁农户 3015
户 11838 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705 户
2884 人，占总户数 23.4%，占贫困人口总
数的 8.4%，从根本上改善了困难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

一碗拉面
带动脱贫一方人

上世纪 80 年代，化隆县广大群众在
政府的引导、支持和能人的帮助下，通过
亲帮亲、邻帮邻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从事
和发展“拉面经济”，闯出了一条由“拉面
产业”帮助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
路子。

目前，化隆县依托全国两百多个大
中型城市的一万家拉面店平台，带动贫
困人口实现可持续脱贫。拉面经济成为
贫困人口“走出家门、跳出农门、步入城
门”的重要途径。

在这项工作中，当地推广精准扶贫
拉面“带薪在岗实训+创业”计划。创业
者先从跑堂干起，再做拉面匠，最后当上
小老板的模式精心打造。使贫困户有尊
严地脱贫。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
血式”扶贫转变，还实现了“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的目标。

同 时 ，按 照“ 拉 面 龙 头 企 业 +贫 困
户”、产业扶持资金+农户入股等形式，推
广实施“一带一路一村一店”拉面脱贫模
式，累计开办扶贫拉面店 120家。打造拉
面品牌企业、一村一店，实现 362 个行政
村品牌拉面店全覆盖，通过“拉面品牌+
贫困户”“股金+薪金”模式，引导贫困户
将产业到户资金入股到品牌拉面店、村
内拉面店、亲戚拉面店，全面带动贫困人
口增收。

另外，建设拉面产业园，打造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拉面产业集群，通过项目
推荐、创业培训、贷款扶持等措施，引导创
业成功人士返乡创办各类企业、合作社，带

动贫困人口在种草养畜、餐饮服务等行业
内实现就业。按照“互联网+拉面+N”的思
路，建设扶贫拉面培训服务中心、中国拉面
网、“互联网+”拉面电商服务中心，培训拉
面匠人，成功带动贫困户从事藜麦面、青稞
面等土特产电商销售。

产业扶贫
多措并举拔穷根

走进查铺乡，我们看到了这样生动
的一幕：当地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将高原
特色作物马铃薯种植摆上脱贫攻坚主战
场，作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当地不
断强化党员管理，坚持组织领富、干部帮
富、党员带富，在带富群众的同时，持续
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化隆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根本出路和主攻方向，大力发展产业扶
贫，群众通过产业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
貌，增加了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思想
观念得到了转变，内生动力发生了蜕变，
逐步实现了“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
转变。

在促进东西扶贫协作方面，2016年至
2019年，化隆县共到位江苏省财政统筹帮
扶资金 8961.5 万元。重点实施了谢家滩
藏香猪养殖、巴燕中拉杆菜籽油加工、德
恒隆卡力岗土鸡养殖等项目。实施了贫
困乡村卫生室改造、农村道路和安全饮水
补短板、教育人才互派、优质医疗资源帮
扶、职业教育+就业、贫困大学生资助等项
目，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2020 年，这个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
将“贫穷”二字彻底丢在了历史深处，为
群众交出了一份脱贫攻坚的幸福答卷，
将化隆儿女锐意进取、勇敢圆梦的故事
载入了史册。让我们为奋斗者点赞，为
因奋斗而收获的幸福喝彩。

奋力书写群众满意的幸福答卷
——化隆回族自治县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吕锦武

在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海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化隆回族自治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领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快推进经济建设，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
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化隆儿女将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工作深度融合，提前谋划产业布局，以强烈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留下了铿锵足迹。2020年，全县实现
整体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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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拉面技艺展示拉面技艺。。

易地搬迁新村易地搬迁新村。。

太阳能光伏产业太阳能光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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